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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盈貿易股份有

天良綜合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400647390號
處分日期：
105/11/02

諾得白金
璀璨系列
潤白修
護-化粧品
廣告

104/07/16
廣告內容未
00:00~00:00 經主管機關
核准即宣播

罰鍰
受處分人經營之天良綜合台頻道
NT$200,000
於104年7月16日播送凱宸表演工作坊託播
之「諾得白金璀璨系列潤白修護」化粧品廣
告，案經嘉義縣政府認定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
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規
定，核處託播者罰鍰新臺幣3萬5千元，此有該
府104年10月30日府授衛藥食字
第1040196673A號裁處書、嘉義縣衛生
局104年12月11日嘉衛藥食字第1040033633號函
可稽。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廣告行為，已違
反行為時之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第1項規定。

2 信吉傳播股份有

信吉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065450號
處分日期：
105/11/02

半天岩綠
原茶樹精
油-化粧品
廣告

103/09/21
廣告內容未
16:00~19:00 經主管機關
核准即宣播

受處分人經營之信吉電視台頻道
於103年9月21日16時至19時播送凱宸表演工作
坊託播之「半天岩綠原茶樹精油」之化粧品廣
告，案經嘉義縣政府認定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
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依同條例第30條規
定，核處託播者罰鍰新臺幣3萬5千元，此有該
府104年10月30日府授衛藥食字
第1040196673A號裁處書、嘉義縣衛生
局104年12月11日嘉衛藥食字第1040033633號
函。受處分人播出前開違法廣告行為，已違反
行為時之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2條第1項規定。

3 富立多媒體股份

富立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2750號
處分日期：
105/11/11

健康世界

104/08/05
節目與廣告
22:00~23: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節目中主持人於進廣告前提及： 警告
「……介紹你一個好產品，就是你自己想想看 NT$0
你的內褲多久沒換？……我們的內褲就是跟外
面的不一樣,我們才敢到富立電視台賣，不然內
褲一堆對不對，我們就是要賣跟別人不一樣的
元素，那個元素叫做鋅，還有那個布
料……，可吸汗、可代謝，把毒素排出外
面，不悶臭味……，有的真是一條褲子脫下
來，臭到大家不知跑到幾公里去了……，那都

限公司

限公司

有限公司

罰鍰
NT$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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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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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是因為代謝沒有辦法把它排出去，現在有一個
東西就是好的，就是可以把細菌殺死，然後將
它排出外面，涼！重點舒服，重點它是可以保
護男人那個地方，它有特別製作，編織，包的
地方有鋅的元素，讓你那裡的功能會更好，能
夠殺菌，所以這麼好的東西，記得！算起來真
的有夠便宜的，若你在市面上或百貨公司
買，這一條就是1200元，今天就是賣你這麼便
宜，整組買起來，輪流穿，舊的已穿8年、6年
的把它丟掉，不要那麼節省，對自己好一
點，記得富立電視台瑩瑩為大家介紹的好產
品，0800-309-555進工商服務」。廣告時段:由
主持人瑩瑩介紹：「男性抗菌除臭內褲只有一
檔，以後沒有了，這是我們公司爭取到的，只
有我們有而已，因為我們才會賣這麼便宜，因
為我們大批貨在進，外面在賣1,200元、1元都
不能省，記得！我們限量100組賣完就沒有
了，……」；主持人瑩瑩強調:「我跟你說它是
好穿，你要說它穿起來很輕鬆，它真的很輕
鬆，真的有這種面面俱到的內褲?事實就是這
樣，讓你穿起來涼、舒服，然後還有一個重
點，就是男生所需要的鋅……，鋅就是可殺
菌、可以幫助男性朋友提升你的賀爾
蒙……，展現男人的雄威。」畫面疊印：主持
人正下方：「僅此一檔；男性抗菌除臭內
褲；1件原價1,200元；1組五條原
價＄6,000」；畫面右下方：「限量100組；顏
色‧尺寸任選；慶祝88節；超值
價1,880元」；畫面左下方：「新品上市；天人
紗液態鋅；冰涼降溫； 吸濕排汗；防臭抗
菌」。前揭內容表現出節目與廣告相搭配，明
顯節目未與廣告區分，已違反行為時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核處情形

第 3 頁 / 共 12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5/11/01~105/11/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

4 三立電視股份有

三立台灣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2140號
處分日期：
105/11/16

甘味人生

104/09/17
節目與廣告
20:00~22:30 未明顯分開

節目於22時16分至22時20分許之劇情中，出現 警告
劇中人物廖米奇因婆婆交代要買豬肉，故帶著 NT$0
趙麗娟及吳上道兩人至「活菌豬」專賣店購買
豬肉之劇情，其情節內容略述如下：廖米
奇：你看豬肉都在這裡，怎樣「跳過(趙麗娟綽
號)」沒看過吧！趙麗娟：豬肉不是一般菜市場
和超市，都買得到，為什麼還要特別來這裡
買？吳上道：對啊，我看跟山上的豬一樣！廖
米奇：不一樣，完全不一樣，一般的豬都是吃
剩菜剩飯長大的對不對，但是這裡的豬，牠們
是吃活菌、備長炭及海藻菁長大的，所以比較
健康。吳上道：吃得比我還好！趙麗娟：這間
店的店面和裡面的環境看起來都很衛生，裡面
光線也明亮，你們看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肉品
都是低溫冷藏的，吃起來真的比較安心。廖米
奇：當然(of course)。劇中三人於店內試
吃：廖米奇：好好吃喔！香噴噴！好吃！；趙
麗娟：小姐你們的豬肉吃起來沒有腥味，而且
肉質很甜；吳上道：真的好香，香到我都想吃
肉了；廖米奇：你沒有那個福氣；趙麗娟：我
再吃一塊；廖米奇：不行！跳過，媽在等我
們，買一買趕快回家，放著，走啦。廖米奇拉
著趙麗娟至櫃檯向店員說道：你好！我要買梅
花肉、五花肉及排骨，謝謝！並以信用卡結
帳……，店員：小姐，你的信用卡跟發票，並
出示會員卡詢問，這是我們的會員卡，有需要
嗎？廖米奇：不必了，我已經有了，謝
謝……。前揭內容及畫面呈現，明顯介入節目
內容，致節目未與廣告區分，已違反行為時之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5 富立多媒體股份

富立電視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4250號
處分日期：

台灣四季
紅

104/09/23
節目與廣告
18:00~19: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主持人良一提及於八年前眼
睛上方受傷(手捏左眼眼皮處)，眼睛裡長了一
粒……，但是有人介紹他吃東西，說是很好很

限公司

有限公司

警告
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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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東西，可以增強免疫力，蕭萬長也吃好
了、什麼人也吃好了、人家那cancer都吃好
了、得到什麼的都吃好了，這以前台灣很
多，但現在台灣禁採，偷砍的就是山老鼠，他
本來也很害怕(手捏左眼眼皮處)，想說這若去
檢查，不知會不會是不好的。聽人說那很
好，那是什麼東西呢？那就是樟樹，那時只覺
得很驚訝！一粒仔這麼多錢，當時因為接了很
多秀場工作，想說沒吃也不行，…… 最後決定
花了一筆錢，當時是算兩的，把在秀場中所賺
的錢都拿去買回來吃，吃了差不多十幾萬，每
天在那熬煮，在那邊喝……，吃了差不多半
年，眼睛裡那顆有變小了，……持續吃了1年多
後，現在不見了，真的都不見了，覺得精神變
好了、也較吃得下，身體就越來越勇
健……，故覺得人最後是在賭身體健康，若有
錢就買回來，只要有耐性慢慢吃，一方面醫師
追蹤，有在改善，壓力就不會那麼大，健康就
賺回來，覺得買這東西花十幾萬，花得真
對……，所以今天好朋友大家要對自己好一
些，錢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錢是
長壽者的，什麼是最實在呢?健康身體最實
在，疼惜自己就對了，話說到此，進一段工商
服務，……信任我們，把它做保養，新朋友進
來加入會員與我們結
緣(19:18:51至19:26:00)。並播出「台灣國寶
牛樟芝」廣告。(二)另主持人於節目中邀約觀
眾要遊覽者趕快來報名，於11月9日
及11月10日2天，要參加者趕快報
名(19:26:01-19:26:26)，並於螢幕最下方多次
出現邀約旅遊之跑馬訊息:「富立ㄟ觀眾朋
友，來去七逃囉！！咱富立衛星電視
台11/09-11/10號要舉辦兩天一夜"北海岸秋

核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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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旅遊，七逃ㄟ所在有，【平溪老街】：元宵
節放天燈最有名的地方，【十分風景區】：街
道跟鐵軌相臨的十分老街景色實在很特別，
【侯硐貓橋】【石門水庫】【慈湖風景區】
【大溪老街】【檜意森活村】以上等等ㄟ風
景：擱有擱有咱晚上要住【5星級】ㄟ大飯
店【5星級】ㄟ享受，4人房費
用：3950元/1人，景點實在是有夠豐富ㄟ：趕
緊來報名哦！！報名專線：06：251-7890富立
電視台為了體貼要去旅遊的觀眾朋友們，有幫
忙各位準備【貼心早點】，也可以與【富立主
持群】近距離的互動，沒有距離感，也可以認
識線上的會員朋友，可以享受5星級大飯店，燈
光美、氣氛佳，還有全程導播專人錄影，又贈
送2天一夜旅遊回憶DVD乙片(一戶一片)」。前
揭內容表現出節目與廣告相搭配，明顯節目未
與廣告區分，已違反行為時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19條第1項規定。
6 超級傳播股份有
限公司

超視

通傳內容字第
10500528770號
處分日期：
105/11/28

2分之一強

104/12/22
節目與廣告
23:00~00: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來賓邵庭：「我是有吃這種 警告
小物，這個就是很有名的那個紅薑黃。……因 NT$0
為它是完全純天然的，是把紅薑黃拿去磨成粉
之後，壓成這個樣子的。可以加速你的代
謝，你的循環就會比較好！」節目來賓何妤
玟：「它好像要照體重吃。」邵庭：「它就
是50公斤以下，你就是一天最多5顆，如果60公
斤就6顆，它就是按照體重去區分，最多一天不
能超過20顆。建議你在吃飯的時候吃，因為它
是脂溶性的，所以跟肉啊、地瓜啊，跟這些蛋
白質的一起吃，就會非常好吸收。」。(二)來
賓邵庭：「如果你有運動的話，搭配這個
吃，效果會變得非常好。……我推薦你在運動
前大概半小時到一小時的時候吃。」主持人六
月：「所以它到底要在運動前吃？還是在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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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吃？」邵庭：「都可以，而且很多人就是進
補、進補，除了吃肥之外，就是一堆宿便。紅
薑黃就是高纖，……你回去吃就會發現肚子變
小。」(三)主持人梁赫群：「所以進補後
吃，可以調和我們的體質啦！」邵庭：「如果
像我一樣，怕吃太多補怕燥熱的話，其實吃這
個就OK，因為你循環好，你也不會手腳冰
冷。」。(四)主持人六月：「這個兒茶素有什
麼幫助？」邵庭：「之前它是紅色的罐子，這
個（綠色的）是京都限定的喔，因為京都的抹
茶非常有名，所以這次就是加了兒茶素……京
都限定，但台北買得到。而且日本可能還買不
到喔！因為台灣這裡是搶先……它是跟京都的
百年茶園合作，然後加上那個兒茶素，因為日
本人皮膚都很細很漂亮，他們就很愛喝抹
茶，可以抗氧化。」(五)來賓邵庭：「它在日
本就檢驗過一次，在台灣又再檢驗過一次，然
後也有SGS，所以我覺得超放心的。……它是食
品，而且它純天然，裡面每一顆的顏色不會一
模一樣，因為它是不加色素的。因為紅薑黃是
按照不同的季節去採收，那個顏色會因為天然
的關係有一些落差。」旨揭節目內容及表現反
覆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特定「紅薑黃」商
品，並展示商品外觀及特色，解說使用方
式，已明顯促銷、宣傳前揭商品之價值，已違
反行為時之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7 霹靂國際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司

霹靂台灣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3830號
處分日期：
105/11/30

我愛健康

104/11/08
節目與廣告
14:00~15:00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中醫師說明中醫如何治療腎
虧並指出：「我行醫二十多年來的臨床經
驗，我認為敗腎、陽痿的治療方法，應該要辯
證論治，看個人體質了解致病原因，按照個人
的症狀和體質加減用藥，不是什麼病，都用同
樣的藥來治療，也不是一種藥就可以治百
病，這是大家所應該要了解和認識的，同時要

罰鍰
NT$400,000

第 7 頁 / 共 12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5/11/01~105/11/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找有經驗的醫生，針對您的症狀來對症下
藥，這樣才能醫治好。」來賓雅婷又說：「醫
師您行醫二十多年來，醫好這麼多腎虧的患
者，是不是可以請您分享一些經驗給大家參
考。」中醫師舉一病例說明如何治療腎虧(住在
臺中68歲的楊先生，經過朋友介紹來治療)，經
診斷為「肝木虛弱，腎水不足致使虛火大、精
關鬆弛，先開45天份的滋陰固腎丸，藥吃完後
又來複診，陽痿舉而不堅的現象好了八分以
上，再開45天份的龍鳳二仙丸，配合海馬起陽
丹服用。」主持人加註：「感謝醫師為我們介
紹的很詳細，中醫在治病，是依辨證論治的方
法，依各人體質在開藥，若是像醫師的經驗豐
富，醫治過這麼多陽痿的患者，也可以說是很
簡單的，只要對症下藥治好並不困難，有陽痿
這個問題的男性朋友，您不妨試試看來參
考。」(二)論及小便白濁，中醫師指出：「在
臨床上，若是肺脾腎虛，所引發的小便白
濁，治療時應以培土生金，以養脾益肺的方
法，興奮機體的陰陽和氣血，然後佐以補腎才
有效，所以建議要找信任的中醫師，按照個別
體質，進行治療才是妥當」，接著以實例說明
如何治療(黃先生26歲，住高雄，半年前發現小
便白濁等敗腎症狀，找過西醫檢查的結果說是
尿蛋白過高，就按照西醫處方，服用3個月的時
間都沒什麼效果，經過朋友介紹來治療)，經過
診斷「脈象弦滑，舌苔薄白，這是真陰虧損心
腎不交，肝腎兩虛引起無法入眠造成早洩，開
了45天份的滋陰固腎丸，第二次複診自己感覺
症狀已經好很多了，再開45天份金龍鎖精丸加
冬蟲夏草、五彩龍骨、紫河車、大海馬給他服
用，3個月後病狀完全好了。」主持人補充：
「觀眾朋友如果也有小便白濁的問題，沒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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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中醫一定有方法幫你醫好，若是有聽不清
楚或者是有需要，我們節目都會很誠懇為您來
做免費的解答。」(三)中醫師接著說明早洩的
病因，表示：「早洩症不只要用藥物調理，而
且要找專科醫師治療，假使不吃藥不去找好的
醫師就想要生理功能自然恢復，這是不可能的
事情。根據我行醫二十多年來的經驗，醫治過
無數的患者，其實男人的早洩症要醫好，並不
困難，有很多中藥治療比威爾鋼還可靠，若有
對症下藥，一般只要1個月至3個月就可以完全
治好，不幸有早洩這種困擾的患者，您不妨試
試看，我一定會很誠懇親自為您來解答。」接
著又舉例(住在彰化的黃先生31歲，業務員，有
早洩症，經過朋友介紹來治療)，診斷的結
果「脈象肝火太盛，腎水不足，水不足無法制
火，致使虛火大，精關鬆弛，服用1個月份的滋
陰固腎丸，再服用40天份的鴛鴦蝴蝶丸，就醫
治好了。」(四)中醫師解釋性無能的病因及如
何治療：「對這種性神經敏感引起的性無
能，治療方法就是要生活起居正常，配合特殊
的中藥處方，要醫治好是沒問題，也可以說是
很簡單，事實說中醫在治療這個症狀，好又常
用的藥方有很多，像是百補回陽丹、龍鳳二仙
丸，再加上粉光、五味子、冬蟲夏草，大
約45天就可見效果，最多3個月就可以完全
好。」主持人加註：「所以說有病還是要快點
來治療，不然會延誤治療，這時間一久，有關
男人性無能的問題，來找(我們)的中醫絕對沒
問題，中醫真正有辦法給您治療性無能的病
症，完全治好，像是早洩、小便白濁會起
泡，腰痠無力，全部無問題，若是不清楚有需
要的，我們節目都會很誠懇為您做免費解
答。」.......(七)來賓雅婷詢問中醫師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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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療方法：「像是隔壁的張伯伯有糖尿
病，吃西藥吃到後來，變成注射胰島素，(我們
的)中醫中藥(不知是否)有特別比較好的辦
法」；中醫師復說明中醫如何治療糖尿病：
「藥物治療方面，中醫中藥對糖尿病消渴
症，幾千年來累積了非常豐富的治療經驗，是
治療糖尿病及其併發症的一大寶庫，有許多治
療方法和療效，是西醫西藥所不具備的，西醫
治療糖尿病，不外乎口服降血糖藥物，或是注
射胰島素，中醫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辨證論
治，對症下藥。」雅婷接著回應：「原來中醫
中藥治療糖尿病有這麼多方法，還有這麼多的
藥方，但是也要對症下藥才有效果」；主持人
補充：「所以若是不幸得到糖尿病的觀眾朋
友，快來找中醫就不會錯，那(若)是不清楚或
者是有需要，我們節目都會很誠懇為您解
答。」(八)中醫師復說明如何診治糖尿病引起
的陽痿：「如果及時診斷出、作治療，患者的
陽痿症狀，事實上都可以很快治好」；並舉一
例說明(住在板橋的張先生，今年68歲)其發現
糖尿病的15年來一直靠口服降血糖藥物(西
藥)控制，中醫師檢查他的血糖後說：「飯後
是350，量血壓165/85，舌質紅、苔少薄黃、尺
脈細數，腳盤稍有水腫，這種症狀就是血糖控
制不好，造成血管硬化，血壓高，加上年紀
大，病程較久，引起肝腎兩虛，精關不固，我
給他服用知柏地黃丸加海馬起陽丹，又詳細教
他飲食方面要如何配合，1個月後再量血糖，就
不同了，剩下175，血壓也降到145/85，精
神、體力明顯改善很多，他自己說感覺像年輕
了十幾歲，繼續服用2個月的療程，血糖血壓指
數正常，房事方面也非常的滿意，也介紹很多
老朋友來找我看診」；雅婷接著說：「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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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糖尿病，只靠西藥控制不是辦法，若是控
制的不好，嚴重者引起眼睛失明、尿蛋白、心
肌梗塞，甚至嚴重者腦中風、糖尿病昏迷，人
說會不會差很多，感謝醫師，醫師對糖尿病這
方面，可以說是非常的專業，經驗豐富(九)旨
揭節目廣告時間皆搭配「天祥中醫診所，診所
地址：臺北市萬大路100號、臺中市復興
路4段130號，電話：0800-533-169」相同廣
告。旨揭節目內容反覆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
特定商業服務，描述其問診過程及效果，並穿
插有利用視聽眾輕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等用
語，亦於該節目廣告時間搭配相關聯廣告，已
明顯有為特定商業服務宣傳、推介之意涵，已
違反行為時之衛星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
定。
8 聯利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TVBS歡樂台

通傳內容字第
10548034060號
處分日期：
105/11/30

健康好生
活

104/10/15
節目與廣告
09:00~09:28 未明顯分開

內容略如下:(一)闕鴻達：「吃藻類第一個現象 罰鍰
一定是什麼？你今天吃了，大概明天早上上廁 NT$400,000
所，你就感覺到了，所以馬上吃馬上會感
覺，所以妳便秘3天，現在3天才排1次，你吃綠
藻以後，吃這個茯加力藻（指著桌上產
品），你就1天排1次……它絕對是舒服的，絕
對不會拉肚子。」(二)李冠儀問：「……現在
有一個天然的產物就是綠藻，綠藻又分很多
種，剛才所長有說茯加力藻這東西，為什麼可
以讓我們身體有一些保健的功能，同時還可以
達到排毒的效果呢？」闕鴻達回答：「茯加力
藻是綠藻裡面的一種，但是這個種特別的不一
樣，英文名稱叫做Chlorella Vulgaris，茯加
力藻這個東西，它生活是只長在特殊的環
境，地球剛開始的時候，到處都是火山很燒
的，然後悶的沒有氧氣的環境，結果在那種環
境下，就長出了綠藻，所以我們就從這樣的環
境，再去篩選出茯加力藻，結果篩出來的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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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藻，它的纖維特別特殊，因為它本來在那個
環境就需要排毒，所以吃到肚子裡以後，它這
個纖維就會吸收腸道內的毒素，就是你這一餐
吃下去，只要類似大概吃3公克左右，跟著食物
和在一起，食物攪勻以後，每一顆茯加力，1公
克大概有2,000萬顆，我們一餐吃3公克，就
有6,000萬顆的小細胞和在食物內，而且每一顆
就好像綠色的活性碳。」(三)闕鴻達：「這個
是有驗證的，這是經過我們健字號驗證的，每
一餐吃3公克，1天吃9公克，吃3個月以後，妳
的血脂都會降，妳的體脂肪都會降，血脂跟體
脂都會降，然後妳排便的油會排出來，這都是
老鼠實驗，我們有一個測試表（茯加力藻排毒
的研究成果表），促進油脂的排出，食用茯加
力藻8週，總膽固醇排出量增加27%，三酸甘油
脂排出量增加2倍，都可以排出來，重金屬也可
以排出來，這是國外做的，多氯聯苯也可以排
出來，戴奧辛也可以排出來，降低黃麴毒
素，黃麴毒素會致肝癌的，這都可以排出
來，所以妳只要吃這個茯加力藻（指著桌上產
品），妳有這麼多的好處，而且這是驗證過
的，不是假的，所以妳只要3餐去吃，剛才講那
麼多的毒素，它都可以排出來的。」(四)李冠
儀問：「……更重要的是既然有這麼多，其實
也有很多的商家有出這樣類似的東西，可是市
面上百百種，我們到底要怎麼樣選擇呢？」闕
鴻達回答：「妳要吃一個東西，一定要有好的
東西，毒素吃進去，妳就帶毒素了，妳吃乾淨
的東西，然後又能夠排毒，又有營養的，那就
要找一下好的東西，像這茯加力藻，我們茯加
力藻（拿起產品指著瓶上說明），我們為了要
全食營養要乾淨，然後就有機認證，這有機培
養是很難的，然後為了要功效的證明，你還要

核處情形

第 12 頁 / 共 12 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星電視)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
受處分單位

受處分頻道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
播出時間

裁處日期：105/11/01~105/11/30

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有健康食品字號健字號，這健字號是可以調節
血脂功能認證，它會降血脂，所以這是有機認
證，而且特別乾淨，又可以排毒，又可以降血
脂，所以你選的東西，一定要選這個東西（特
別指著手上產品），像我自己吃了40年……這
個是很好，一定要長期吃它，而且它是天然
的、又乾淨的、又有機的、又有驗證。」李冠
儀補充強調最重要的是有認證，國家有幫我們
做把關，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五)闕鴻達於
節目結束時之「生活小叮嚀」表示：「這個毒
素無所不在，那要怎麼樣來排毒，你吃進去以
後要排出來，就要靠像微細藻類茯加力藻，茯
加力藻本身有很好的纖維素，有其他的植化
素，還有很多的胺基酸跟不飽和脂肪酸，這一
類東西有統合效果，它可以把這些毒素，當場
吃下去以後，就可以逐漸排出來，所以你每天
都要吃，3餐都要吃一些綠藻，大概3公克左
右，你連續吃3個月，你就可以發覺它的效
果。」(六)節目結束時出現之生活諮詢專
線：0800-25-25-88並與Qrun酷跑機廣告出現之
電話0800-25-25-88相同。前揭內容已明顯表現
出媒體為某種特定商品宣傳之意涵，節目內容
未與廣告明顯區分，已違反行為時之衛星廣播
電視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罰鍰：

4 件

警告：

4 件

核處金額：

NT$1,6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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